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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院 川西高山地带土壤及植被要要要青藏高原东缘川西的高山地带坡面上为草地袁沟谷地带由于低平且水分较充足袁生长

有很多灌丛遥 川西地区大约在海拔 源园园园皂 左右为林线袁以下则分布有亚高山森林遥 亚高山森林是以冷尧云杉属为建

群种或优势种的暗针叶林为主体的森林植被遥 作为高海拔低温生态系统袁高山鄄亚高山地带土壤碳被认为是我国重
要的土壤碳库遥 有研究表明袁易氧化有机碳含量与海拔高度呈显著正相关袁显示高海拔有利于土壤碳的固存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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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０７１）

摘要：对绿原酸调节凡纳滨对虾（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血淋巴抗氧化系统功能及抗低盐度胁迫的效果进行了评价。 ３６０ 尾凡纳
滨对虾随机分为 ４ 组，分别投喂含有 ０、１００、２００ 和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绿原酸的饲料 ２８ ｄ，随后将对虾从盐度为 ３２ 的天然海水直接转入

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中胁迫 ７２ ｈ。 结果表明，在正常养殖条件下，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的成活率、血淋巴总抗氧化能力（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ＡＯＣ）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ＳＯＤ） 及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ＣＡＴ） 活力均无明显影响，
然而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１４ ｄ，对虾血淋巴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ＧＰｘ） 活性和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绿原酸组凡纳滨对虾的存活率较对照组提高 １０％，但各组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各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ＳＯＤ 和 ＧＰｘ 活性与胁迫前相比均显著增加，说明低盐
度胁迫条件下机体产生了抗氧化胁迫反应，同时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ＧＰｘ、ＣＡＴ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ＧＰｘ 和 ＣＡＴ 活性和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上述结果表
明绿原酸可有效调节凡纳滨对虾的抗氧化系统功能，增强对虾对于低盐度胁迫下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绿原酸；凡纳滨对虾；抗氧化系统；盐度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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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ｆ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 ａｆｔｅｒ ２４ ｈ ｏｆ ｌｏｗ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 Ｐ＜０．０５） ． Ｏｖｅ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７２ ｈ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ｌｏｗ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ＡＯＣ， ＧＰｘ ａｎｄ ＣＡ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Ｐｘ ａｎｄ ＣＡＴ
ｏｆ ｈｅｍｏｌｙｍｐｈ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ｈｒｉｍｐ ｆ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ｓｈｒｉｍｐ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ｏｗ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盐度是对虾养殖水环境中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对水生生物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新陈代谢、生长、存活率和渗透压功能
等

［１⁃ ４］

，并且盐度胁迫明显影响水生动物的抗氧化系统功能，如低盐度胁迫条件下凡纳滨对虾抗氧化酶活性降低 ［５］ ；军曹鱼

（ Ｒａｃｈｙｃｅｎｔ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ｕｍ） 抗氧化酶活力随着盐度的降低而升高 ［６］ ；锯缘青蟹（ Ｓｃｙｌｌ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肝胰腺 ＳＯＤ 活力随着盐度升高而降
低 ［７］ 。 因此可将抗氧化系统作为评估环境胁迫对生物体产生氧化胁迫效应的一类生物标志物 ［８］ 。

绿原酸又名咖啡鞣酸，是由咖啡酸和奎尼酸生成的缩酚酸 ［９］ ，对机体的生理作用主要表现在清除体内自由基和抗氧化作

用、调节糖 ／ 脂肪的代谢活性等 ［１０］ 。 绿原酸能够防止由过氧化氢引起的红细胞溶血及脂质过氧化 ［１１］ ，也能够保护细胞对于甲
基汞的毒性作用，抑制细胞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 ［１２］ ，其清除超氧阴离子和羟自由基的能力优于 Ｖｃ ［１３］ 。 绿原酸作为饲料添加剂
在水产养殖中已有报导，研究表明绿原酸对异育银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ｇｉｂｅｌｉｏ） 的非特异性免疫因子有正效应 ［１４］ ，能够增强中
华鳖（ Ｔｒｉｏｎｙｘ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建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ｖａｒ． ｊｉａｎ） 的抗氧化系统功能 ［１５⁃ １６］ 。 因此，绿原酸在改善水产动物的生长性能、提
高水产动物抗氧化能力的效果显著。 目前，有关绿原酸在凡纳滨对虾养殖上的研究与应用未见报道。 本试验探讨绿原酸对凡
纳滨对虾养殖过程及低盐度胁迫条件下的存活率、抗氧化酶活力和抗氧化酶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为开发绿色植物提取物在对
虾养殖中的应用，解决盐度胁迫对机体造成的氧化损伤提供理论依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饲料
配合饲料采用鱼粉、豆粕、花生麸为主要蛋白源，所有原料粉碎后过 ６０ 目筛后按照饲料配方（ 表 １） 称量并初步混匀，然后

加入绿原酸（ 购自陕西森弗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再次混匀，最后添加鱼油和大豆磷脂。 每组饲料添加 ３５％—４０％左右水分搅拌
均匀后制成 １．５ ｍｍ 直径颗粒饲料，在空调房晾干后－２０ ℃ 冰箱中保存备用。

１．２

试验材料和试验管理

试验用凡纳滨对虾购自同一苗种场培育的虾苗，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深圳试验基地进行暂养并标粗到
合适的生长规格，挑选健康、均匀的对虾平均体重为（ ６．７４±０．０８） ｇ，随机分配至玻璃纤维桶（ 容积 ５００ Ｌ） 中，养殖水体盐度为

３２—３４，温度为（２５．４±０．５） ℃ ，连续充气，试验期间每隔 ２ ｄ 换水 １ ／ ３。 试验桶内放置饵料台，每天 ８：００、１７：００ 和 ２２：００ 进行投
喂，投喂量为对虾体重的 ４％—６％，并根据天气、摄食情况进行调整。 养殖的凡纳滨对虾用基础饲料驯化 １ 周，待摄食正常后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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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试验。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原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鱼粉 Ｆｉｓｈ ｍｅａｌ

试验饲料配方及营养水平（ ｇ ／ １００ ｇ）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ｓ
比例 ／ ％
Ｒａｔｉｏ

营养成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８

粗脂肪 Ｌｉｐｉｄ

２５

豆粕 Ｓｏｙａ 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花生麸 Ｐｅａｎｕｔ ｂｒａｎ

１６．４

啤酒酵母 Ｂｅｅｒ ｙｅａｓｔ

５

面粉 Ｆｌｏｕｒ

粗蛋白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９．７４±０．１８

粗灰分 Ａｓｈ

１１．２１±０．１１

２３

虾头粉 Ｋｒｉｌｌ ｍｅａｌ

大豆磷脂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ｌｅｃｉｔｈｉｎ
鱼油 Ｆｉｓｈ ｏｉｌ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ｉｌ

１
１

抗坏血酸酯 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０．１

微量矿物元素预混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ｅｍｉｘ
ｂ

海藻酸钠 Ｓｏｄｉｕｍ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９．６５±０．２７

１

０．５

多维预混料 ａ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ｐｒｅｍｉｘ

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７．３１±０．２２

５

氯化胆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磷酸二氢钙 Ｍｏｎｏ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含量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１
１
１

１００

ａ 多维（ ｇ ／ ｋｇ） ：Ｖ Ａ ２．５；Ｖ Ｄ ６．２５；Ｖ Ｅ ７５；Ｖ Ｂ １０．２５；Ｖ Ｂ３ ５．０；Ｖ Ｂ６ ０．７５；Ｖ Ｂ１２ ２．５；Ｖ Ｂ５ ２．５；叶酸 ０．２５；生物素 ２．５；肌醇 ３７９；纤维素 ５００

ｂ 多矿（ ｇ ／ ｋｇ） ：ＫＣｌ ９０；ＫＩ ０．０４；ＮａＣｌ ４０；ＣｕＳＯ ４ ⁃５Ｈ２ Ｏ ３；ＺｎＳＯ ４ ⁃７Ｈ２ Ｏ ４；ＣｏＳＯ ４ ⁃７Ｈ２ Ｏ ０．０２；ＦｅＳＯ ４ ⁃７Ｈ２ Ｏ ２０；ＭｎＳＯ ４ ⁃Ｈ２ Ｏ ３；ＭｇＳＯ ４ ⁃７Ｈ２ Ｏ １２４；

Ｃａ（ ＨＰＯ ４ ） ２ ⁃２Ｈ２ Ｏ ５００； ＣａＣＯ ３ ２１５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４ 个处理组，以基础饲料为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在基础饲料中分别添加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低浓度组 Ｌｏｗ）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中浓

度组 Ｍｉｄｄｌｅ） 和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高浓度组 Ｈｉｇｈ） 绿原酸，每个处理 ３ 个重复，每个重复 ３０ 尾对虾。 养殖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为期 ４ 周。 分别在养殖过程中的第 ７、１４、２１、和 ２８ 天从每个玻璃钢桶中随机选取 ３ 尾对虾取样，用于抗氧化
酶活性和抗氧化酶基因表达情况的分析。

试验结束时将每个玻璃钢桶中取 １５ 尾凡纳滨对虾放入已经调整好的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中，进行盐度胁迫试验。 在盐度胁

迫的 ２４ ｈ，记录凡纳滨对虾的存活率，分别在盐度胁迫后的第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小时取样，用于抗氧化酶活性和抗氧化酶基因表达情
况的分析。
１．４

存活率检测
养殖 ４ 周的试验期间每天记录各组死亡对虾数目，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各个取样点凡纳滨对虾的存活率 ［１７］ ：
Ｓ（ ％）＝ １－［ Ｄ ｔ ０ ＋Ｄ ｔ ７ ＋…＋Ｄ ｔ ２８ ］ ／ Ｎ 总 ×１００

式中， Ｓ 代表存活率，Ｄ 为对虾死亡数，ｔ 为取样时间，Ｎ 总 为试验组对虾总数。
１．５

盐度胁迫试验过程中，随时观察对虾的存活情况，发现死亡个体及时取出，并记录 ２４ ｈ 各组的存活率。
样品处理

用 １ ｍＬ 一次性注射器吸取 ０．３ ｍＬ 预冷（４ ℃ ） 的抗凝剂 ［１８］ ，从对虾的围心腔抽取 ０．３ ｍＬ 的血淋巴液，混匀后加入 １ ｍＬ 无

ＲＮＡ 酶的 １．５ ｍＬ 离心管中，超低温 ４ ℃ ８００ ｇ 离心 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置于－８０ ℃ 冰箱保存用于抗氧化酶活性测定。 沉淀即为血淋
巴细胞，加入 １ｍＬ ＴＲＩｚｏｌ （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液体，置于－８０ ℃ 冰箱保存用于总 ＲＮＡ 提取。

１．６
１．７

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检测 Ｔ⁃ＡＯＣ、ＳＯＤ、ＧＰｘ 和 ＣＡＴ 的活力。
抗氧化酶基因的表达分析

１．７．１

引物设计

抗氧化酶基因的特异性引物设计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已经提交的 ｃＤＮＡ 全序列进行设计，ＣＡＴ（ ＡＹ５１８３２２） ，ＧＰｘ（ ＡＹ９７３２５２） ，

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 ＡＦ３００７０５） 。 使用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 软件设计引物，引物序列如下表所示（ 表 ２） 。 引物合成和 ｃＤＮＡ 序列测定委托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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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扩增的特异性引物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基因名称
ｃＤＮＡ

正向引物（５′⁃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 （５′⁃３′）

反向引物（５′⁃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５′⁃３′）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 ＧＰｘ）

ＡＧＧＧＡＣＴＴＣＣＡＣＣＡＧＡＴＧ

ＣＡＡＣＡＡＣＴＣＣＣＣＴＴＣＧＧＴＡ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 ＣＡＴ）
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

１．７．２

５７０７

等：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抗氧化系统及抗低盐度胁迫的影响

ＴＣＡＧＣＧＴＴＴＧＧＴＧＧＡＧＡＡ

ＧＣＣＣＡＴＣＴＡＣＧＡＧＧＧＡＴＡ

产物大小 ／ ｂｐ
Ｓｉｚ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ＴＣＴＴＴＡＴＣ

１４７
１１７

ＧＧＴＧＧＴＣＧＴＧＡＡＧＧＴＧＴＡＡ

１２１

ＲＮＡ 的提取和 ｃＤＮＡ 第一链的合成

ＲＮＡ 的提取和 ｃＤＮＡ 第一链合成的方法按照参考文献进行 ［８］ 。

１．７．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扩增

采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２ －△△Ｃｔ 相对定量方法，按照 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Ｔａｑ ＴＭ Ⅱ（ ＴａＫａＲａ）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

作，反应体系如下：反应总体积共 １０ μＬ，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Ｔａｑ ＴＭ Ⅱ（２×）５ μ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１０ μｍｏｌ ／ Ｌ）０．４ μＬ，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１０ μｍｏｌ ／ Ｌ）０．４ μＬ，ｃＤＮＡ ０．６ μＬ，ｄｄ Ｈ２ Ｏ ３．６ μＬ。 将样品在 ＰＣＲ 管内混匀后分装入 ３８４ 孔 ＰＣＲ 板（ Ｒｏｃｈｅ） 中，瞬时离心后放

入 Ｒｏｃｈｅ 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ｒ ４８０ 荧光定量 ＰＣＲ 仪中进行 ＰＣＲ 扩增，反应程序为：９５ ℃ 预变性 ５ ｍｉｎ；循环条件为 ９５ ℃ １０ ｓ，６０ ℃ ２０ ｓ，

７２ ℃ １０ ｓ，共 ４０ 个循环；融解曲线条件为 ９５ ℃ ５ ｓ，６５ ℃ １ ｍｉｎ，９７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反应完成后，用 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ｒ ４８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ｖ１．５．０软件分析结果。

１．８
２

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 ｘ±ＳＤ） 表示，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软件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进行多重比较，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显著。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存活率和低盐度胁迫存活率的影响
根据公式计算出各时间点凡纳滨对虾的成活率，各组之间的存活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 后，绿原酸

添加组存活率较对照组提高了 １０．５３％—１３．１７％，但没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表 ３） 。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存活率的影响 ／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０ｄ

７ｄ

１４ ｄ

试验时间 Ｔｉｍｅ

２１ ｄ

２８ ｄ

２４ ｈ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８．８９±１．９２ ａ

８４．４４±３．８４ ａ

中浓度组 Ｍｉｄｄｌｅ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ａ

９３．３３±６．６７ ａ

低浓度组 Ｌｏｗ

高浓度组 Ｈｉｇｈ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相同字母或无字母表示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 ａ

９８．１５±３．２１ ａ

９５．５６±３．８５ ａ
９５．５６±７．７０ ａ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血淋巴抗氧化系统酶活力的影响

２．２．１

凡纳滨对虾 Ｔ⁃ＡＯＣ 活力的变化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在天然海水养殖条件下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０—２８ 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 活力与对照组之间没

有显著性的差异（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２４—７２ ｈ，对照组对虾 Ｔ⁃ＡＯＣ 活力呈现逐渐降低的变化过程，而添加绿原酸组凡纳滨
对虾 Ｔ⁃ＡＯＣ 活力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变化过程。 胁迫 ２４ ｈ，对照组 Ｔ⁃ＡＯＣ 活力较 ２８ ｄ 提高了 ２３．９１％，低、中、高浓度组
Ｔ⁃ＡＯＣ 活力较 ２８ ｄ 分别提高了 １０．２９％、７．４９％和 ５．１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低盐度胁迫 ４８ ｈ，各绿原酸浓度组 Ｔ⁃ＡＯＣ 活力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对照组 Ｔ⁃ＡＯＣ 活力较 ２４ ｈ 降低了 ３１．２６％，各绿原酸浓度组 Ｔ⁃ＡＯＣ 活力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其中中浓度组 Ｔ⁃ＡＯＣ 的活力最高（ 图 １） 。

２．２．２

凡纳滨对虾 ＳＯＤ 酶活力的变化

结果见图 ２。 在正常海水养殖条件下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０—２８ 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ＳＯＤ 活力基本与对照组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除了 ２８ ｄ 低浓度组 ＳＯＤ 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２４—７２ ｈ，对照组凡纳滨对虾 ＳＯＤ 活

力呈现逐渐降低的变化过程，而添加绿原酸组凡纳滨对虾 ＳＯＤ 活力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变化过程。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
对照组 ＳＯＤ 活力较 ２８ ｄ 提高了 ３４．３２％，低、中、高浓度组 ＳＯＤ 活力较 ２８ ｄ 分别提高了 ６．６１％、９．９９％ 和 ０．８２％，中、高浓度组
ＳＯＤ 活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４８ ｈ，各绿原酸浓度组 ＳＯＤ 活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对照组 ＳＯＤ 活力较 ２４ ｈ 降低了 ２０．５４％，而中、高浓度组 ＳＯＤ 活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图 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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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 活力的变化情况 （ 凡纳滨对虾在正常盐度 ３２ 的天然海水中养殖 ２８ ｄ，然后转移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中养

殖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Ｆｉｇ．１

Ｔ⁃ＡＯ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ｈａｅｍｏｌｙｍｐｈ（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３２ ｆ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ｆｏｒ ２４， ４８ ａｎｄ ７２ ｈ）

图２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ＳＯＤ 活力的变化情况（ 凡纳滨对虾在正常盐度 ３２ 的天然海水中养殖 ２８ ｄ，然后转移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中养殖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Ｆｉｇ．２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ｈｅｍｏｌｙｍｐｈ（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３２ ｆ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ｆｏｒ ２４， ４８ ａｎｄ ７２ ｈ）

２．２．３

凡纳滨对虾 ＧＰｘ 酶活力的变化

如图 ３ 所示，在正常海水养殖添加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７—１４ ｄ，各绿原酸浓度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ＧＰｘ 活力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对照组、低、中和高浓度组 ＧＰｘ 活力分别较 ２８ ｄ 提高了 １６． ５８％、３４． ５６％、４７． ０％ 和

３２ ７９％，且低、中浓度组 ＧＰｘ 活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 ０ 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４８—７２ ｈ，高浓度组 ＧＰｘ 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
（ Ｐ＜０．０５） ，低、中浓度组 ＧＰｘ 活力均高于对照组，但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图 ３） 。

２．２．４

凡纳滨对虾 ＣＡＴ 活力的变化

由图 ４ 可见，从 ０—１４ ｄ，各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ＣＡＴ 活力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从养殖 ２１—２８ ｄ，添加绿

原酸各组 ＣＡＴ 活力降低，低浓度组 ＣＡＴ 活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２４—７２ ｈ，各组 ＣＡＴ 活力呈现先降低后
升高再降低的变化过程。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对照组和低浓度组 ＣＡＴ 活力均显著低于中、高浓度组（ Ｐ＜０．０５） ；当胁迫 ４８ ｈ，各绿
原酸组 ＣＡＴ 活力均低于对照组，其中中浓度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当胁迫 ７２ ｈ，各绿原酸组 ＣＡＴ 活力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Ｐ＜０．０５） ，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１４、１．２４ 和 １．２２ 倍（ 图 ４） 。

２．３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抗氧化基因表达的影响

２．３．１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基因的表达变化

由图 ５ 所示，在正常海水养殖条件下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０—２８ 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基因表达呈现先升高后

降低的变化过程，低、中、高浓度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分别在 １４、１４ ｄ 和 ２１ ｄ 达到最高值，为对照组的 １．２６、２．１０ 和 ２．０５ 倍，说明绿
原酸能够诱导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基因的表达。 低盐度胁迫 ２４—７２ ｈ，对照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基因表达呈
现逐渐降低的变化过程，而添加绿原酸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呈现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对照组和低浓度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较 ２８ ｄ 提高了 ６６．８０％和 １５．７１％，中浓度和高浓度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较 ２８ ｄ 降低了 ３０．９６、１４．８２％，并且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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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０９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ＧＰｘ 活力的变化情况（ 凡纳滨对虾在正常盐度 ３２ 的天然海水中养殖 ２８ ｄ，然后转移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中养殖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Ｇ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ｈｅｍｏｌｙｍｐｈ（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３２ ｆ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ｆｏｒ ２４， ４８ ａｎｄ ７２ ｈ）

图４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ＣＡＴ 活力的变化情况（ 凡纳滨对虾在正常盐度 ３２ 的天然海水中养殖 ２８ ｄ，然后转移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中养殖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ｈｅｍｏｌｙｍｐｈ （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３２ ｆ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Ｆｉｇ．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ｆｏｒ ２４， ４８ ａｎｄ ７２ ｈ）

绿原酸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４８ ｈ，高浓度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除了低浓度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中、高浓度组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与对照组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图 ５） 。

２．３．２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基因的表达变化

从图 ６ 所知，在正常海水养殖条件下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０—２８ 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呈现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过程，低、中、高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分别在 ２８ ｄ、７ ｄ 和 ７ ｄ 达到最高值，为对照组的 １．３６、２．１０ 和 ２．１９ 倍，
说明绿原酸能够诱导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的升高。 低盐度胁迫 ２４—７２ ｈ，各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基因表达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过程。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对照组、低浓度组和高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较 ２８ ｄ 分别
提高了 ９４．７４％、１１８．１７％和 ５６．２３％，但是中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较 ２８ ｄ 降低了 ４９．３３％，各组之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 低
盐度胁迫 ４８ ｈ，低、高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中浓度和高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
达水平仍然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而低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略高于对照组，但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
（ 图 ６） 。

３

３．１

结论与讨论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存活率的影响
低浓度和中浓度组凡纳滨对虾 ０—２８ ｄ 的存活率均为 １００％；对照组和高浓度组凡纳滨对虾 ０—２１ ｄ 存活率为 １００％，２８ ｄ

高浓度组存活率略低于对照组，但各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表 ３） 。 当水体盐度从 ３２ 骤降至 １０ 后 ２４ ｈ，低、高浓度组
对虾的存活率最高，中浓度组次之，对照组对虾的存活率最低，但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说明添加绿原酸能够提高凡
纳滨对虾在低盐度胁迫条件下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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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基因表达的变化情况（ 凡纳滨对虾在正常盐度 ３２ 的天然海水中养殖 ２８ ｄ，然后转移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

中养殖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Ｐｘ ｇｅｎｅ ｉｎ ｈａｅｍ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３２ ｆ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ｆｏｒ ２４， ４８ ａｎｄ ７２ ｈ）

图６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基因表达的变化情况（ 凡纳滨对虾在正常盐度 ３２ 的天然海水中养殖 ２８ ｄ，然后转移至盐度为 １０ 的水体

中养殖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 ｇｅｎｅ ｉｎ ｈａｅｍ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３２ ｆ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ｆｏｒ ２４， ４８ ａｎｄ ７２ ｈ）

３．２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血淋巴抗氧化酶活力的影响

３．２．１

天然海水养殖条件下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的抗氧化系统功能

研究结果表明，投喂基础饲料的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的活性均处于正常的活性范围，与文献报导的对照组凡

纳滨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的活性范围相一致 ［１９⁃ ２０］ 。 这说明本研究中使用的凡纳滨对虾是健康的对虾，并且没有受到任何
氧化胁迫而引起的抗氧化系统防御或者特异性组织损伤等。

对虾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后，血淋巴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这说明在正常海水养殖条件下，绿原

酸作为饲料添加剂没有表现出提高对虾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活力的效果，这与 Ｖ Ｅ 和 β⁃葡聚糖的研究结果相反 ［５， ２１］ ，但与益生菌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 ［２２］ 。 然而在养殖 １４ ｄ，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活力均高于对照组，与几丁质、壳聚糖和壳寡糖的研
究结果相似 ［２３］ ，这意味着绿原酸能够提高凡纳滨对虾的抗氧化能力。 绿原酸作为生物活性物质，具有多种生理活性，其中以抗
氧化功能表现的最为突出，Ｃｈｅｎ 等研究表明绿原酸清除活性氧自由基的能力比 Ｖ Ｅ 强 ［２４］ 。 因此绿原酸有可能通过其抗氧化功
能直接发挥作用，或者通过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而增强对虾对于饲料中抗氧化物质的积累。
３．２．２

低盐度胁迫条件下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的抗氧化系统功能

养殖对虾对于环境胁迫状态的防御能力已经成为评价对虾健康状况和营养情况的重要指标 ［２５］ 。 低盐度胁迫条件下，绿原

酸能够提高对虾的存活率，表明了对虾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免疫系统功能，且已在水产其它动物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２６］ 。 低盐
度胁迫 ２４ ｈ，各组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ＳＯＤ、ＧＰｘ 活性较 ２８ ｄ 明显升高，说明对虾在盐度骤降情况下伴随着抗氧化系统功能的增
强，这可能是机体处于氧化胁迫状态的表现。 然而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ＳＯＤ 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低盐度胁迫
条件下绿原酸抑制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 和 ＳＯＤ 的活性，事实上抗氧化系统酶活性的降低一定伴随着氧化胁迫状态的缓解和活性
氧自由基水平的降低，这就是所谓的氧化胁迫状态越低则抗氧化系统酶活性越低 ［２７］ 。 例如 Ｌｉñáｎ⁃Ｃａｂｅｌｌｏ 等报道一些潜在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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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如类胡萝卜素抑制机体抗氧化系统酶的活性，说明对虾摄取越多数量和种类的类胡萝卜素，则机体的抗氧化酶活性越
低 ［２８］ 。 另外，绿原酸作为天然的抗氧化剂，可以直接清除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等自由基的活性，保护组织免受氧化作用的损
伤。 研究表明绿原酸口服后在小肠内几乎以原型吸收（ 水解成咖啡酸的量约为 １％） ［２９］ ，所以我们推测低盐度胁迫下机体产生
过多的活性氧自由基直接被原型绿原酸消除，从而有效降低胁迫初期机体的活性氧自由基水平，因此导致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抗氧化系统酶活性明显低于对照组。 低盐度胁迫 ２４ ｈ，各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ＧＰｘ、ＣＡＴ 活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 ＧＰｘ 活
性表现最为明显。 绿原酸组对虾 ＧＰｘ 活性越强说明机体内 Ｈ２ Ｏ２ 含量越低，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①ＧＰｘ 较 ＣＡＴ 具有与 Ｈ２ Ｏ２ 更
强的亲和能力，因此细胞低水平 Ｈ２ Ｏ２ 存在时，有机过氧化物首选的底物是 ＧＰｘ ［３０］ ；②ＧＰｘ 在细胞内广泛分布，而 ＣＡＴ 只存在于
过氧化物酶体，并且只有当细胞内具有高浓度 Ｈ２ Ｏ２ 时，才会扩散进入过氧化物酶体，与 ＣＡＴ 作用 ［３１］ 。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各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ＧＰｘ 和 ＣＡＴ 活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低盐度胁迫后期绿原酸发挥其

抗氧化功能，增强对虾血淋巴抗氧化系统酶的活性，这与 Ｖ Ｅ 和 Ｖｃ 作为饲料添加剂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５， ３２］ 。 因此饲料中添加绿
原酸饲喂凡纳滨对虾相比于对照组能够增强对虾对于低盐度胁迫的抵抗能力。 另外，添加绿原酸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和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组对
虾血淋巴 Ｔ⁃ＡＯＣ、ＳＯＤ、ＧＰｘ 和 ＣＡＴ 活性均高于其余各组，说明添加适量的绿原酸如 ２００—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能够有效保护机体免受氧
化胁迫效应。
３．３

绿原酸对凡纳滨对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基因表达的影响

Ｈ２ Ｏ２ 会被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通过催化生成对机体无害的 Ｈ２ Ｏ 和 Ｏ２ 。 在正常海水养殖条件下，７—１４ ｄ 添加绿原酸各组凡纳滨对

虾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与上述血淋巴 ＧＰｘ 酶活性的变化相一致，即绿原酸能够诱导血
淋巴细胞抗氧化基因的表达水平。 研究表明凡纳滨对虾由天然海水突然转到低盐度水体中，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均明显升高，这
是机体调节抗氧化系统酶活性从而抵抗由于盐度突变引起的氧化胁迫效应 ［３３］ 。 本研究中低盐度胁迫胁迫条件下凡纳滨对虾
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较 ２８ ｄ 明显升高，其中对照组血淋巴细胞 ＧＰｘ 和 ＣＡＴ 基因表达水平在胁迫 ２４ ｈ 达到最
高值。 这与 Ｗａｎｇ 等报道的凡纳滨对虾在 ｐＨ 胁迫 １２ ｈ，ＣＡＴ 和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达到最高值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３４］ 。 这充分
说明低盐度胁迫诱导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和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的升高，对于对虾抵抗短期的低盐度胁迫造成的氧化损伤具有
积极的作用。 低盐度胁迫 ７２ ｈ，各绿原酸组对虾血淋巴细胞 ＣＡＴ 和 ＧＰｘ 基因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中、高浓度组 ＣＡＴ 基因表
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绿原酸能够诱导胁迫后期抗氧化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增加体内抗氧化系统酶的活性，起到抗氧
化作用并且降低脂质过氧化，这与 Ｖ Ｅ 投喂凡纳滨对虾抵抗盐度胁迫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５］ 。

综上所述，凡纳滨对虾投喂含有绿原酸的饲料 １４ ｄ，机体的抗氧化系统功能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绿原酸在凡纳滨对虾抵

抗低盐度胁迫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低盐度胁迫条件下凡纳滨对虾的存活率；降低胁迫初期抗氧化系统酶活力
和基因表达水平的剧烈变化；增强胁迫后期抗氧化酶活力和基因表达水平。 凡纳滨对虾对于盐度胁迫的耐受性与体内 ＲＯＳ 的
过度产生及绿原酸保护细胞膜免受活性氧自由基的损伤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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